
家中无字画 愧作乐都人

——探访中国书法之乡乐都

导读：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历史悠久，诸多考古遗迹的发现证明，至少

在四千多年前，就有远古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乐都流

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家中无字画，愧作乐都人。”乐都人对书法的

喜爱仿佛早已浸入骨髓，融于血液。如今，乐都区 28万多人中，会

创作书法作品的人就有约 1 万。2013 年乐都被中国书法家协会评选

命名为“中国书法之乡”，是青海省惟一获此殊荣的地区。

从柳湾彩陶符号到朱元璋敕赐瞿昙寺匾额

乐都的文化缘起何时，很难有定论。从目前乐都发现的遗址以及

出土的粟、黍等农作物可以看出，至少在四千多年前，乐都地区就已

进入了农耕文明。

当生活安定富庶后，人们开始了对美的追求。在乐都，“这里的

彩陶流成了河”，在这些彩陶上，原始先民绘上了许多复杂的纹饰。

在柳湾墓地，出土了一些颜料的加工工具和绘彩工具，再加上柳

湾彩陶上笔法流畅的纹饰，考古人员推断，当时的人可能已经开始使

用毛笔，他们或以毛为笔，或束草为笔，或折枝为笔，蘸着颜料，在

彩陶上绘制各种纹饰。



远古先民绘制的各种彩绘符号，仿佛留给后人的一道道谜题，令

人遐思。学术界认为，这些彩陶纹饰已“具有较为稳定的文字特点”。

纳西族是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使用的文字被称

为纳西族东巴文字。有专家考证，纳西族源于中国古代氐羌族，秦汉

时期他们从青海出发，沿着雅砻江和金沙江南迁,最终抵达云南。将

柳湾彩陶符号与纳西族文字进行对照就不难看出，有许多纳西族东巴

文字与柳湾彩陶符号非常相似。

在青海发现的年代最早且具有书法艺术价值的作品是三老赵掾

碑。它被称为青海第一碑，是黄河上游地区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汉碑之

一。这通碑出土时，引起了全国考古界和书法界的关注。

20世纪 40 年代，三老赵掾碑出土于乐都。完整的三老赵掾碑碑

额刻有大篆书“三老赵掾之碑”6 个大字，全文有汉代正隶 694 字，

落款为“光和三年十一月丁未造”。可惜因为火灾，三老赵掾碑被毁，

如今碑身仅存碗口大一块，馆藏于青海省博物馆。

三老赵掾碑是汉隶中的佳品，书法界评价此碑书体精美，兼有张

迁、华山、校官诸碑之长，介乎曹全和孔庙之间。

多年来，三老赵掾碑成了乐都人发展书法艺术的底气。三老赵掾

碑记载了汉朝时期的河湟往事，其中就有赵宽“教诲后生，百有余人，

皆出俊艾，仕入州府”的记载。赵掾名赵宽，掾是古代官职名。赵宽

作为当时的书法大家，将书法这门艺术广为传播。也许就是从那时起，

乐都就有了西北颇有影响的书法教育和书法传承。



老鸦峡自古以来就是连接甘、青的交通要道，峡谷两侧壁立千仞，

谷内湟水激湍，奔流不息。《碾伯县志》记载，老鸦峡内曾有唐朝开

元年间凿刻的摩崖石刻，是河湟地区唐代摩崖石刻的代表作之一。按

照书中记载，乾隆年间任西宁府佥事的杨应琚曾亲自前往查看老鸦峡

唐代石刻，在其编著的《西宁府新志》中杨应琚写道：“余曾亲至其

地，抚摩久之，因字小年远，风雨侵蚀，已模糊不能辨矣。惜哉!”

在乐都瞿昙寺有一块明朝皇帝朱元璋敕赐“瞿昙寺”匾额，“瞿

昙寺”三个大字雄浑厚重、庄严肃穆、法度森严。除此之外，瞿昙寺

中还有许多牌匾碑刻及楹联，无一不是难得的书法精品，极具史料价

值和书法鉴赏价值。这些牌匾楹联、金石碑刻最终成为乐都地区书法

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先秦时期的古羌地，到汉时中原王朝经略河湟，再到历朝历代

统治青海，乐都一直是河湟农耕文化的中心地带。随着历代中原王朝

移民戍边政策的实施，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陆续进入乐都，乐都文化

也随之越来越繁荣，书法这门艺术也越来越普及，最终融入到了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中。

留书乐都的左宗棠、于右任、赵廷选、吴栻……

文人墨客是书画艺术的主要创作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墨宝无一不

是乐都人民眼中的珍宝。



在我国古代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书法是读书人必须研习的实用技

能，同时也是读书人入仕的“敲门砖”，许多古代任职乐都的官员，

或多或少对乐都书坛产生了影响。

唐朝时，乐都是陇右节度使府所在地，历任陇右节度使无一不是

名将能臣，这十几位陇右节度使中，颇有书法造诣的不乏其人。唐朝

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在名将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期间，曾任左骁卫兵曹

参军、哥舒翰幕府掌书记，在河湟生活一年多时间，留下了许多与青

海山川风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诗篇。《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记载，

高适之后，当时还有吕温以及佚名诗人等数位文化造诣很高的文人途

经青海。

乐都是丝绸之路青海道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历朝历代官员、

使臣、商旅、文人往来不绝，唐以后的历朝历代，越来越多的书作留

在了乐都。

在乐都，还有许多官员、文人留下的碑记匾额。《乐都县志》记

载，乐都现保存有“三碑一匾”。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张得祖

介绍，三通碑记中，一通是会景楼、凤山书院合璧碑，正面是进士陈

仲录撰写的《碾伯会景楼记》，背面是道光时期碾伯知县冯曦撰写的

《创建碾伯凤山书院碑记》。第二通是西宁道按察使司杨应琚撰写的

《重建碾伯县文庙碑记》，三是民国时期代理县长火灿刻立的《冯玉

祥语录碑》。一匾是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为碾伯县宏济寺题写的“五

蕴皆空”匾额。“这些碑匾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更是学习和研究

书法艺术的重要范本。”张得祖说。



在众多过境乐都的文人中，还有一位对乐都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

深远的书法大师，那就是于右任。作为一代宗师的于右任先生，1943

年冬结束在新疆的视察工作来到青海，逗留乐都期间，他下榻于当时

同乐公园会景楼。于右任先生在乐都期间，品尝乐都软儿梨并赋诗“休

道葡萄味甘美，冰天雪地软儿香”。当他看到乐都文人李兰谷撰、林

育德书写的一副“放眼界以游观楼台会景，振精神而抗战花木皆兵”

的对联后，于右任赞叹道：“此对联题意豪放深刻，书法高而工整，

充分表达了青海山河的壮丽和民族抗战的决心。”这不仅是对这副对

联的肯定，也是对乐都这个书法之乡的肯定和褒扬。于右任先生又为

乐都同乐公园题写匾额“还我河山”，他还应请求为乐都学人和人民

群众留下了几十件珍贵的墨宝。这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一直是乐都人的

文化瑰宝。这些作品在乐都这块重视传统，尊重文化，敬仰圣贤的土

地上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

彼时，青海其他地区的文人也在乐都留下了不少作品，如清朝西

宁书法家张思宪撰书的“义表春秋”匾额，西宁文化名家来维礼留下

的诗歌佳作，书法家李德渊留下的墨宝，等等。

乐都的文化发展，除了有过境官员、文人等的滋养，本地文人更

是功不可没。明清时期是青海，特别是河湟地区教育文化发展的重要

时期。随着儒学的兴起，特别是乐都凤山书院的举办，参加科举考试

的生员学子越来越多。《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以及《碾伯县

志》中记载，明清以来，碾伯县考取进士的有 3 人，考取举人的有

17人，考取贡生的有 40人。“这些人在书法上都有相当的造诣，其



中不乏书法大家，他们对乐都乃至河湟地区的书法艺术发展发挥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张得祖说。

在乐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谢善述的文章，赵廷选的字，李兰

谷的楹联，王长生的戏。”谢善述、赵廷选、李兰谷都是乐都籍文化

名流，他们在书法上的成就非常高。“谢善述的文字娟秀，在乐都南

山不少人家中至今还挂着他写的中堂、条幅。李兰谷的文字笔力深厚，

曾被甘肃名儒刘晓岚评价为‘才华出众，文字并茂’。”张得祖说。

在乐都，还有诗名远播，被称为青海文人之冠的吴栻，其书法也

堪称绝佳。青海省图书馆馆藏有一册吴栻手书诗文集《赘言存稿》，

书签上“赘言存稿”四个楷体字遒媚劲健，诗文集中的字自然雄媚，

笔法娴熟，足见其书法功力之深厚。

今天，在乐都南山和化隆一代，还有人在传唱乐都人唐世懋编写

的《十字鑑略》。唐世懋学识渊博，才兼文史，被誉为“大雅文章白

雪高”。还有著名画家郭世清，他与方之南、张之纲和周宜遵并称民

国青海四大画家，他的画既有古法，又出新意，运笔潇洒俊逸，不仅

有着浓厚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还散发着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乃

画界珍品。唐世懋、郭世清的书法在当地也备受推崇。

这些只是众多乐都籍书法文化名人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不为外

界所熟知的乐都文人，他们隐身于乐都乡野，却默默地为文化的传播

和书法艺术的普及贡献着力量。

乐都人的生活习惯和乡风民俗中都蕴藏着对文化的尊重和喜爱



乐都人对书法的喜爱，还体现在了他们的一言一行中。

我省著名作家王文泸多年前曾到乐都瞿昙镇下乡，后来他根据在

当地的所见所闻写了《文明的边缘地带》一文。他在文中写道：“这

里的人好谈历史，热爱书法，崇仰文化名人，并且以对这方面的知识

的十分有限的占有为自豪。即使是没有文化的人，也不缺乏对文化的

敏感，不缺乏对那些远远高出于他们的水准的传统文化的欣赏态度。”

孔子曾曰：“礼失而求诸野”，意思是指古礼不传，可访民间。

乐都仿佛是一方求礼之“野”。乐都人说话很文雅，语言干净，待人

接物非常有讲究。在乐都农村，人们习惯称文化人为“先生”，这是

一种尊称，他们一般都是村里品德高尚、能书会画、学识渊博的人，

很受村民的尊重。

乐都人非常尊崇文化，尊重书画家。很多当地人在盖好新房后，

第一件事不是买家具，而是求一幅字画挂在墙上。走进很多乐都老乡

家中，正房中堂都会悬挂书画作品。作品不一定都是名家所写，但都

极具书香气息。

“如果有人到家中串门，主人必定会让客人评判一下家中字画的

好坏。如果这幅字画多少有些名头，主人说起来更是神采飞扬，尽管

他们自己很可能认不全那一幅字。”（摘自王文泸《文明的边缘地带》）

欣赏书画是乐都潜在的一种风气，很多人都喜欢鉴赏字画，虽然

他们的水平可能很一般。“有欣赏的人，艺术的存在才会有价值。正

因为乐都百姓喜爱书画，乐都的书画才能得到持续发展。”海东市乐

都区文联主席李积霖说。



在乐都，如果有人能写一手好字，会很受人敬重。村民家中有红

白事，会拿着“礼行”恭敬地请人写庆联、寿联或挽联。“求字已然

成为乐都的一种风尚，即便是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也是如此。出于

对文人和书画的尊重，他们从不空手来，或是提一桶清油，或是拎一

只大公鸡，这样的举动让很多书法家感动。”李积霖说。

乐都区蒲台乡 78岁的赵元瑛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每年春节前

夕，乡亲们都会早早地到他家排队，拿着裁好的红纸，等待赵元瑛笔

走龙蛇写一幅春联。有些人家的春联会使用传统春联，也有人会根据

自家的情况自己创作或请人创作寓意吉祥的春联。品鉴各家春联，也

是乐都人春节期间的一件乐事。

李积霖介绍，乐都人普遍喜欢手写体的春联。谁家要贴了印刷体

的春联，往往是要被笑话的。乐都的书法家也从不摆架子，只要有人

求春联，都会欣然提笔，书写赠予。

敬惜字纸也是乐都人的传统美德，家中有字的纸张是不能随便丢

弃的，看到地上的字纸也会恭敬地捡起来。以前很多地方还会设置专

门的惜字炉，焚烧字纸。

乐都人的生活习惯和乡风民俗中无不蕴藏着对文化的尊重和喜

爱。“家中无字画，愧作乐都人”，这句俗语言简意赅地诠释了乐都

人对书画艺术的喜爱。这是乐都书画艺术之所以发展迅速的基础，也

是乐都能被评为“中国书法之乡”的重要原因之一。

“耕读传家”的传统，为乐都书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方沃土



书画艺术在乐都有着非常坚实的群众基础。乐都区书法家协会主

席徐文衍介绍，乐都区共有人口约 28万，能书会画的人将近 1万人，

这还不包括在读的学生。其中，有很多人为乐都甚至河湟书画艺术的

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乐都，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那就是毛文斌。毛文斌老人

自 2003 年退休后，放弃了安逸的退休生活，于 2004 年着手恢复建于

清代的河湟四大书院之一的乐都凤山书院，接着又组织了一个浩大的

文化工程——打造青海河湟碑林。他呕心沥血，耗时 6 年，终于将其

打造成了“青海书坛之大观，河湟地区之胜景”。

漫步青海河湟碑林，满目皆是翰墨飞扬。一通通不同款式、不同

内容、不同书家、不同书体的碑刻，或镶于墙体或置于亭廊，置身其

间仿佛能与历代书法大家同行共谈……

乐都书法家余承乾介绍，青海河湟碑林就其规模而言，仅次于西

安碑林、开封翰园碑林和兰州白塔山碑林。它的建成填补了整个青藏

高原没有书法碑林的历史空白。河湟碑林建成后，常有文人墨客前来

拜读和学习这些书法碑刻，也有很多学校组织学生来此参观。

乐都不仅有供人拜读和学习的河湟碑林，还有许多规模不一的书

画组织，甚至有些村庄都有自己的书画院或书画班。

走进乐都区雨润镇汉庄村巨家文化大院，一股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大院大厅里，挂满了各种书体的书法作品，不少书画家正在挥毫泼墨。

当时，巨家文化大院内正在举办“池墨落纸书乾坤，薪火永继有传人”

海东市书法爱好者研讨会。



巨克林是巨家文化大院的主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无限的热

爱。2005 年，他依托祖宅建设了文化大院，旨在组织汉庄村和周边

群众开展文化活动，并无偿为他们提供活动场所。

巨家文化大院俨然就是一个小型的文化馆，里面有书画、皮影、

剪纸和刺绣的展陈室，还有阅览室、书画培训厅、音乐厅等。这里还

会定期组织当地群众学习书法、刺绣等传统艺术,组织当地中小学生

来大院参观学习……

巨克林至今还保存着一块从祖宅上取下来的，写着馆阁体“耕读

传家”四个字的匾额。耕读传家是中国农耕社会传承下来的一种特有

的家风，告诫后人要勤劳动、爱学习、善读书，这也是巨家的祖训。

多年来，巨克林一直秉承祖训，并将之发扬。“我希望巨家大院以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目标，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传统文化深入

人心、接力传承。”巨克林说。耕读传家的文化传承，为书画艺术在

乐都的开花结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巨家文化大院一直是当地书画家的一个“家”，他们经常在一起

研习书法。今年 46岁的张永录就是其中之一。

张永录是碾伯镇七里店村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受爱好书

法的舅舅影响，他从小就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20岁时他开始自学

书法，如今已学有所成。“我们村有许多书法爱好者，学有所成的书

法家就有二十多位。”张永录说。在张永录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孩子

也都非常喜欢书法，读大二的女儿研习颜楷，读八年级的儿子学习隶

书。



郭世清是乐都的书画名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海东市郭世清书画院

内汇集着乐都许多优秀的书画家，大家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共话翰

墨丹青。

笔者一行走进郭世清书画院的时候，一位耄耋老人正在画梅花，

在他的笔下一幅红梅图即将完成。画中梅花的枝干遒劲，朵朵梅花傲

雪初绽，梅花的风骨尽显。他就是被乐都人尊称为“周梅花”的周世

英老人，他专画梅花，作品很受大家喜爱。

书法家陈芝茂是郭世清书画院的院长，他擅长行书，书体清雅俊

秀、不激不厉、潇洒出尘，作品广受赞誉。他说，乐都人对书画有着

特殊的情结，他曾到瞿昙镇一户农民家中参观，看见那户人家的几间

大房都不住人，专门用来陈列书画作品，这体现了他们对书画的尊重

和珍视。

郭世清书画院的场地由瞿昙国际滑雪（草）场的曹进彦董事长免

费提供，书画院的场地如果对外出租，曹进彦每年可以收取十余万元

的租金。“传承和发扬乐都深厚的文脉，是每一位乐都人的责任。”

曹进彦说。在乐都，像曹进彦这样为书画事业出力的企业家还有很多。

今年 68岁的书法家余大珍是郭世清书画院的副院长，他的左手

书法造诣极高。他从八岁开始学习书法，写右手书法 32年，成就不

俗。可是 18年前，因疾病他的右手几乎再难握笔，这对一个书法家

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可是他难以割舍对书法的热爱，于是开始修习

左手书法，如今他的左手字毫不逊色于右手字。



郭世清书画院还经常承担两项重要的工作，一是组织乐都区的书

法家们走出去学习，或者邀请全国知名的书画家到乐都来授课。二是

培训下一代学习书画。“现在很多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在书画艺术方

面的发展，我们的学生有不少是学习书画的好苗子。”陈芝茂说。

因为乐都人崇尚书画，创作数量巨大，使得乐都区文房四宝的销

售量巨大，书画装裱市场也越来越繁荣。李积霖介绍，乐都区有位从

甘肃来青从事书画装裱工作的小伙子，他在乐都经营多年，不仅书法

水平不断提升，也挣到了不少钱，在乐都买了房、买了商铺。

许多人将乐都人喜爱书画、尊重书画的现象称之为“乐都现象”。

正是因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健全的书法组织和稳定的书法队伍，

2013 年，乐都区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了“中国书法之乡”的称号。

不写毛笔字，愧作乐都人

如今，乐都区又流传着一句新的俗语：“不写毛笔字，愧作乐都

人”。这句俗语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

乐都人热爱文化，崇尚书画，潜移默化之下，乐都的青少年也非

常喜欢书画。特别是乐都被评为“中国书法之乡”后，青少年学习书

法在乐都已蔚然成风。

在乐都街头，校外书法学习班比比皆是，还有不少书画家义务给

孩子们教授书法，书法家徐文衍和辛元杰就是如此。



徐文衍说，家庭健全、条件良好的人家，让孩子学习一门艺术并

不难。可是有些单亲家庭或贫困家庭的孩子却难以受到专门的书画培

训，我们创办的博达书画社，专门为这些孩子提供书法公益培训。

在徐文衍和辛元杰的学生中，最令他俩印象深刻的是三姐弟。每

次上课，姐姐都会牵着弟弟和妹妹来学习，从不间断。如今，博达书

画社招收了四十多个孩子，没有学习场地，笔墨纸砚的成本也不菲，

是岗沟学校的侯文成校长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是乐都文化人对传

承乐都文化的坚守和奉献。”徐文衍说。

书画伴随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培养孩子学习书画不仅是一种美

的教育，还具有育德、启智的综合效应。学习书法就是在直接与中国

文化对话。在乐都，几乎每所学校都有书画社团，乡村少年宫更是孩

子们学习书画艺术的好地方。

9 月 23 日下午，秋日高悬。一阵悦耳的铃声后，乐都区七里店

中学的学生纷纷跑进了自己喜爱的社团教室。在书法社团，四十几名

学生整齐有序地坐在课桌前，左手按纸，右手执笔，力达笔端，一笔

一划地写着毛笔字。授课老师穿行其间，不时纠正着学生的坐姿和运

笔方法。

教室的黑板上，贴着一幅作品，她的作者是今年 13岁的赵梦雪。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赵梦雪书的字虽然笔法稚嫩，

字体结构略有瑕疵，但笔画分明，纵横有象，已见功力，得到了老师

的好评。



赵梦雪说，她的爷爷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她从小看爷爷写大字，

觉得很有趣。受爷爷的影响，她在很小时的时候便喜欢上了书法。知

道学校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她毫不迟疑地报名参加了书法社团。

在乐都，像赵梦雪这样受家人影响而喜欢书画的孩子还有很多，

其中不乏天赋极好的学生，他们都是乐都书画艺术发展的未来和希望。

正因如此，在乐都青少年中间形成了新的俗语，那就是“不写毛笔字，

愧作乐都人。”

李积霖介绍，通过学习书画，不少乐都孩子走上了艺术的道路，

他们参加全国艺考，被各大艺术类院校录取的不胜枚举。

从“家中无字画，愧作乐都人”到“不写毛笔字，愧作乐都人”

的变化，是乐都人对文化的传承，也是乐都人不断充实“中国书法之

乡”内涵的底气。

书法之乡的发展之路

2013 年，乐都被评选为“中国书法之乡”后，乐都群众对书画

艺术的热爱之情空前高涨。在政府和书画家的努力下，乐都书画艺术

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在发展面前，乐都人没有沾沾自喜，反而看到了许多不足，有了

新的思考，他们深切认识到，文化要发展，就不能满足于自娱自乐、

自我陶醉，而是应该以此为契机推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引领河湟文化

走向全国。



9 月 27 日，“书说乐都——中国书法之乡论坛”在乐都区举行。

我省多位专家、学者及书画家齐聚一堂，探讨乐都书法之乡未来的发

展之路。

有专家主张，乐都应该依托自身文化、历史禀赋打造一座集创作、

装裱、展览、鉴赏、销售为一体的书法特色小镇和书画产业基地。也

有人认为，乐都应该大力挖掘历史上的书法大家，以他们为依托，宣

传乐都文化和艺术。在乐都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中，要尽量融入书法

文化元素，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

漫步乐都街头，一家家别具特色的书画装裱行、文房四宝店随处

可见，这里出售的书画大多出自当地书画艺人（其中不少是土生土长

的农民）之手。乐都区从县城到各乡（镇）、各村，形成了一支具有

相当规模的老、中、青梯度发展的书画队伍。他们中有农民、教师、

干部，还有手工业者、学生……在乐都，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黄发垂

髫都在学书法、写书法。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李积霖说，相比于其他“中国书

法之乡”的发展，乐都可能落后不少。但近年来，更多的乐都人在书

法的道路行走探索。只要乐都人对书法的热爱和尊重之心不变，不断

学习和进步的热情不息，乐都书法之乡的发展必然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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